条款与条件
以下是作为访客或注册用户使用网站 australianschools.aeas.com.au（以下简称“网站”）的使用条款
与条件（以下简称“条款”）
。在开始使用本网站之前，请仔细阅读这些使用条款。使用此网站即意
味着您接受并遵循这些网站使用条款与条件。
如果您不同意以下条款与条件，请勿使用本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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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澳大利亚学校信息系统网站
1.1

我们是：澳大利亚学校信息系统 (ASIS) 网站由澳大利亚教育评估服务机构(AEAS)开发并
设立。我们的总部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我们在中国北京也设有办事处。

1.2

联系方式：
墨尔本办公室（总部）
：
Australian Education Assessment Services
ABN 68 108 370 770
Level 1, 383 Clarendon Street
South Melbourne VIC 3205
AUSTRALIA
电话: +61 3 9645 0077
邮箱: admin@aeas.com.au
网站: www.aeas.com.au
中国办公室:
Australian Education Assessment Service (AEAS)
Room 605, 6th Floor, Chaoyangmen SOHO,
Chaoyangmennei Avenue,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10, China
北京益爱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南竹竿胡同 1 号朝阳门 SOHO 605
邮编：100010
电话: +86 10 8454 9147/86 10 8454 9157
邮箱: infochina@aeas.com.cn
网站: www.aeas.com.cn

1.3

我们在学校和申请人/留学代理之前的作用：
澳大利亚学校信息系统 (ASIS)为国际学生、及其家长和留学代理提供澳大利亚学校的相
关信息。它在学校和留学生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桥梁，并简化了申请流程。AEAS 作为
一所独立机构，不倾向于某一所学校，也不为学生推荐学校。因此我们不提供关于申请
澳大利亚学校的建议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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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的变更
2.1

我们保留随时对这些条款进行更改，修订, 更新, 增加或删除的权利。请您确保每次使用
本网站时都仔细阅读这些条款。如果您在我们发布这些条款变更后继续使用本网站，即
表示您接受新的条款。

2.2
3

这些条款的最新文稿批准和发布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

浏览本网站时使用的用户信息
3.1

我们会严格依照隐私政策来处理用户的个人信息。使用本网站，即表示用户同意我们的
处理方式，并保证其提供的所有数据都是真实准确的。

3.2

学生和留学代理在访问本网站的某些区域时，需要进行注册并提供真实个人信息。AEAS
将来可能会遵循隐私政策使用您提供的个人信息与您沟通。学生和留学代理同意在注册
账户的过程中提供真实和完整的信息, 并且在信息变更时更新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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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和使用我们的网站
4.1

本网站只能用于合法的目的。在使用本网站时，您不能有以下行为：
4.1.1 对本网站进行解密, 摘录, 反汇编, 反向工程或反向编译。
4.1.2 以非法的或欺诈性的方式使用本网站，或达到任何非法的或欺诈性的目的或效果。
4.1.3 在任何其它软件程序中包含本网站的任何一部分。
4.1.4 通过任何方式提供给未授权方使用本网站的权利。
4.1.5 直接或间接使用本网站或其部件建立任何修改或派生作品。
4.1.6 蓄意传播任何数据, 发布或上传任何含有病毒、特洛伊木马、蠕虫、定时炸弹、键
盘记录软件、间谍软件、广告软件、或其他任何有害程序或类似的计算机代码对本网站
的计算机软件或硬件的运行造成损害。
4.1.7 以任何方式损害，干扰或破坏本网站。
4.1.8 利用本网站或从本网站获取的信息进行传播，或发送任何未经请求或授权的广告或
宣传材料，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宣传(垃圾邮件) 。
4.1.9 将本网站用于非法的、不正当的或违反法律的任何目的, 破坏或者任何有可能破坏
法律的行为。
4.1.10 利用本网站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侮辱他人, 以有害的方式限制或阻止其他用户使用
和享用本网站。
4.1.11 利用本网站假冒任何个人或实体，或虚假陈述或歪曲其与该个人或实体的隶属关
系。
4.1.12 发表不诚信和不诚实的自我意见。
4.1.13 以任何方式伤害或尝试伤害未成年人为目的使用本网站。
4.1.14 利用本网站获取的联系方式骚扰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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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您访问本网站是临时性质, 我们保留撤回或修改我们在本网站上所提供的服务，且不另
行通知的权利。如果本网站由于任何原因在任何时间或期间无法使用，我们将不承担任
何责任。

4.3

我们会尽可能的维护本网站, 但不能确保本网站持续运行或无中断或无差错。任何用户
都不得试图干扰本网站的正常工作，尤其不得试图绕过安全, 篡改, 通过黑客技术或其它
途径干扰任何计算机系统, 服务器, 网站, 路由器或任何其它互联网连接设备。建议您在
访问网站前或访问期间使用适当的病毒防护软件。

4.4

我们保留在任何时间和出于任何原因或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 暂停或终止您对网站或
其任何部分访问或使用权的权利。我们也可能会限制注册用户对网站部分功能的访问。

4.5

您需要按照安全流程设置个人账号、代码、密码或其它信息，并有责任维护这些信息的
机密性，不能透露给任何第三方。请您确保在不使用本网站时退出登录系统，并且确保
您用来访问本网站的设备在您不使用时已经安全锁定。如果您怀疑任何非法使用您的个
人账号、代码或密码、或其他安全漏洞的行为，则必须告知 AEAS。

4.6

如果我们相信您违背了任何这些条款的规定，我们有权在任何时候禁用任何无论是由您
设置还是由我们分配的个人账号、代码、密码。由于您违背了这些条款的规定而导致个
人账号、代码、密码的泄露造成的损失或损害，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未经账户持有人
的明确许可，不得在任何时候使用他人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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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
5.1

本网站包含的任何材料的所有版权和其它知识产权都隶属于 AEAS 所有。

5.2

用户可以访问本网站任何部分, 并且下载或复制材料（通过将单页打印在纸上），仅用
于个人非商业的目的。禁止将信息下载到任何其他服务器或其他连接到网络的设备。这
些材料的知识产权都归 AEAS 所有，或者材料的所有权已经被拥有者授权给 AEAS。禁
止复制, 散发, 或将通过本网站获得的任何材料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5.3

本网站包含的商标属于 AEAS，或者已经被商标所有者授权给 AEAS。除非已经提前获
得商标所有者的书面认可, 否则您不被允许在任何情况下使用这些商标。如果任何个人
或机构使用 AEAS 的名称, 材料, 标识或商标作为非法的目的，AEAS 将会采取法律行动
阻止。

5.4

从本网站上下载或复制的任何材料，您都不得擅自删除包含在原始材料里的任何版权,
商标, 或知识产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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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除了链接到主页作为您个人使用外, 不允许与本网站建立链接，除非提前获得我们的书
面许可。不允许从框架集定义中链接到本网站, 除非提前获得我们的书面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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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禁止通过系统的下载本网站的主要部分来创建数据库。

5.7

AEAS 保留任何在这些条款中没有明确授予的，或者条款中引用的文档的权利。

上传内容到本网站
6.1

学校：
6.1.1当学校信息上传到我们网站的公共论坛时，即表示 AEAS 具有不可撤销的，永久
的，全球性的，非排他的，免版税的可转让许可（具有分许可的权利）
，允许通过
任何媒体格式和任何媒介出版，复制，分发，产生衍生作品，展示，广播和执行部
分或全部内容。
6.1.2在本网站限制的论坛内，学生、留学代理和学校之间的所有通信均被视为私人通
信，不包含在上述 6.1.1 条款内。AEAS 无权获取此信息，除非学校直接要求，否
则出于任何原因访问该信息均将违反其行为守则。使用我们的“申请和追踪”服务
时受到本条声明的约束。

6.2

学生和留学代理：
6.2.1 无论学生还是留学代理，在申请过程中上传到网站受限论坛的所有内容均被视为
私人信息，AEAS 对此信息不保留任何权利。在条款内，这些信息在学生、留学代理和
学校之间共享是基于各方的慎重决定。使用我们的“申请和追踪”服务时受到本条声明
的约束。
6.2.2 未满 16 岁的学生在上传内容到本网站时，即表示他们已得到家人或监护人的许
可。
6.2.3 任何用户上传的任何内容都应遵守这些条款。如果用户被发现违反了这些条款，
他们将承担责任并被追究某种形式的赔偿。如果您对您要上传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
是否已经获得适当的许可来上传此类内容，那么您则不应该上传，并寻求进一步的建
议。
6.2.4 如果有第三方声称您上传的任何内容侵犯了其权利，AEAS 有权将您的身份透露
给第三方。

6.3

所有用户同意，他们不会上传任何非法，诽谤，淫秽，煽动歧视或仇恨的内容，或者违
反您所居住国家的法律，或者在我们使用或保留时会导致违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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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链接到其它网站
7.1

AEAS 提供指向其他网站的链接和第三方提供的其他资源，并且旨在链接到我们认为通
过提供有用的背景知识，专家建议和信息，以及明智的评论和观点来加强您体验的网
站。如果任何链接被认为不妥当或不相关，并且不会为浏览网站的体验增值，请告知
AEAS。

7.2

从本网站到外部网站存在的链接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或推广这些网站和这些网站上显示
的观点、产品或服务。我们无法控制这些外部网站的内容或者其他第三方资源的内容，
也不承担由于使用这些外部网站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的责任。

7.3

我们不会就提供链接的网站或其他资源收到任何付款或以实物付款。如果内容是被赞助
的，或者如果它包含了广告的背景，我们会清楚注明。我们通常会链接到免费访问的内
容，但是有些时候您进入新网站后可能被要求注册或订阅要约或服务，用户自行决定是
否进入此合约。我们不会链接到在浏览内容之前就要求付费的网站。

7.4

当我们发现丢失的，破损的或重新定向的链接时，我们会对此修复或删除。如果您发现
任何故障或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请及时告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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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和责任限制
8.1

AEAS 致力于在本网站上提供正确的信息, 但是，对于如下情况，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
的担保: (i)其准确性；或者(ii)其可用性，并且 AEAS 对于错误或遗漏不承担任何责任。
AEAS 对于信息的使用方式，信息的解释方式或其被信任的程度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
不保证网站上的信息适合任何特定目的。学生和留学代理应该了解，学习课程的可能性
取决于所申请学校自身的录取标准。

8.2

本网站的内容仅供一般参考, 在制定具体决策时并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意见或建议。
AEAS 已经尽可能采取措施确保网站上包含的材料是最新的和精确的，但是，在法律允
许的最大范围内，AEAS 不就本网站及本网站包含的所有材料提供任何明示和暗示的保
证。特别是（但是不限于上述内容）
，AEAS 不对本网站或网站所包含材料的质量，准
确性，时效性，完整性或适用性不作任何保证。

8.3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对于使用本网站或无法使用本网站所造成的任何索赔，费用，
罚款，损失（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或结果性的损失，或者任何性质的经济或特殊损
失）
，损害或花费，AEAS 概不承担责任。AEAS 不对本网站所载的信息或建议，或第三
方在本网站进行任何未经授权的访问或更改承担责任。

8.4

对于超出我们合理控制的任何事件或情况导致的任何违反这些条款的行为，我们不承担
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罢工，停工，或其他劳资纠纷，系统故障或网络访问故障，或洪
水，火灾，爆炸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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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在适用的法律下，这些条款的任何规定都不得免除或限制我们对因疏忽而造成的死亡或
人身伤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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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9.1

这些条款并非旨在授予第三方任何利益。

9.2

这些条款受到澳大利亚法律的解释和翻译。澳大利亚法院对源于本条款的任何索赔，纠
纷，或由此产生的其他事项具有专属管辖权，向本网站任何用户的居住国法院提起诉讼
不会损害 AEAS 的权益。

9.3

如果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庭认定这些条款的任何条文无效，则该条文的无效将不影响这
些条款其它条文的有效性，这些条文将仍保持全面实施并有效。

9.4

如果我们未能按照这些条款和条件行使任何权利或补救措施，并不构成对该权利或补救
措施的放弃。

（条款与条件的中文翻译以英文原版为基础，如有任何歧义请参考英文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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